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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关注
“烟台福彩”
微信公众号

福彩快讯

光大实物黄金报价（7月10日）
—光大银行提供

基础金价
光大投资金条

元/克
元/克

402.3
408.3 6631205 6631203

广告订版热线

烟台体彩微信号

体彩开奖公告
7月10日晚,中国福利彩票“七乐

彩”玩法第 2020062 期基本号码为
01、04、08、12、20、21、28，特别号码
为07。

中 国 福 利 彩 票 3D 游 戏 第
2020143期开奖号码为086。

好消息：恭喜烟台海阳市彩友采
用自选单式的投注方式击中双色球二
等奖一注，奖金28万
余元！梦想改变生
活，爱心创造奇迹！

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
顶呱刮新票“一蹴而就”送三重好

礼，“全民运动”点燃夏日激情！刮两款
新票，送千元电商卡、100
元即开票，更有运动好礼
等你赢！

烟台体彩加盟咨询
热线：18560156315

艾草膝盖贴 专为膝盖设计
膝盖舒服了全身也轻松了每天只要1块6毛2

400-1697-678订购
电话

快递送货上门 支持开箱验货 全国包邮

艾草膝盖贴精选来自北纬30度李时
珍故里蕲春县正宗蕲艾，精选3年陈艾
叶，糅合薄荷脑、制川乌、干姜等多种草本
植物萃取而成，贴上温润有力，穿透力强，
热往深处走，消炎镇痛效果好。贴上就热
乎乎的，也不疼了，也不肿了，暖暖的很舒
服。自己不受罪了，也不给家人添麻烦了。

百年秘方 为“艾”而生
《黄帝内经》记载：“药之不及，针

之不到，必须灸之。”艾草膝盖贴根据
百年秘方精制而成，蝶形曲线设计，
不怕皱、不怕掉，自由活动不难受。

厂家直供 惠民活动
为了让更多膝盖不舒服的人用

上艾草膝盖贴，减轻消费者经济负
担，7月 11日、12日、13日这3天厂家

在我 市 开 展 普 及
推广活动：市场价
98元/盒的艾灸膝盖
贴，工厂价直销只卖
39元一盒！

一周期30盒，
买15盒送15盒（一
年量，360 贴），30
盒 585元，每贴只需1块 6毛 2；

半周期15盒，买10盒送5盒（半年
量，180贴），15盒390元；

体验装7盒，买5盒送2盒，7盒195元。

老君山平坝镇，
苗族古寨老农场

道地三七发源地在文山平坝古镇，
它荣膺中国文山三七地理标志，也是最
早原产文山三七之处。

苗家三七老农场就是平坝古镇的
苗族老寨——落水硐村。苗家原产地
三七除了少部分供应日韩药商外，其余
都在全国苗家自营店！

古老落水硐、百岁老人村，
揭秘苗族老寨长寿密码

落水硐苗族老寨隐秘在盘龙河环
绕的老君山山坳里，这里是名副其实的
药王山，生长着上百种名贵药材，落水
硐村老人基本都长寿，癌症、糖尿病、心
脑血管病、三高等慢性病鲜有发现。这
里除了天然高矿物质山泉水和高负离
子空气外，饮食特性是最重要原因：三

七炖鸡，食三七花，喝三七酒等等。因
此三七的特殊功效才是延年益寿的不
二法门！

自家农场合作社直供，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苗家三七都是农场直供，价格低、质
量有保障。有苗家老顾客从云南买回来
的三七竟然比苗家还贵、质量也差！其实
三七在渠道流通，层层加价是肯定的，想
降价就必须掺杂使假，最终消费者成冤
大头。苗家农场垂直销售模式打破了
三七暴利格局，让大家都吃上高质量
的文山好三七！

咨询电话：6285716
苗家三七农场店地址：乘16路、21路、22
路、35路、41路、47路在芝罘屯路方圆商
场公交站点下车（路南公交站点后身）

苗家一年生三七苗圃

买3斤送2斤

买4斤送3斤

买5斤送5斤

同时满
千 元 赠 送
198 元央视
品牌夏款健
步鞋1双，满2
千赠送3双，
多买多送！

吃三七来苗乡
每天1元保心脑
好消息：苗乡三七烟台农场店为回馈港城市民特举行
“吃苗乡三七穿健步鞋”特大优惠活动，活动最后2天！！

扩大城市管道天然气覆盖面方面，按
照要求，市区新增管道天然气用户2万
户。目前，累计新增管道天然气用户
21467户。

扩大城市集中供热覆盖面方面，按照要
求，市区新增集中供热面积100万平方米。
截至目前，已按计划于6月份开工建设。

社区绿地游园建设方面，年内建设2

处社区绿地游园。截至目前，已完成项目
审批手续、设计招标、施工招标等工作，正
在进行平整场地、苗木栽植、园路广场基
础施工。

开展“户外劳动者驿站”建设方面，年
内建设50个驿站，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休
息、饮水等服务。目前，已经建设完成50
个驿站，正在逐步完善。

体彩“手机在线”是山东体彩推出的安
全、便捷的购彩方式，供山东彩民专享。目
前在售19种体彩游戏，包括大乐透、传统足
彩、竞彩及即开彩等。

足不出户，随时、随地投注，猜球、刮奖、
玩乐透，尽在体彩“手机在线”。还没用过

“手机在线”的小伙伴们，不妨赶快下载一
个，扫描二维码，下载、注册、投注分分钟完
成。幸运的话，或许您动动手指就能赢得大
奖。

体彩“手机在线”下载流程：扫码→输入
手机号→【验证码】→身份证号→（提交成功
后）下载安装切记：填写验证码要一次成功，

使用手机自带浏览器（不要用 QQ 浏览
器）！！！注意：必须用山东省内的借记卡，用
于奖金发放。

特别提醒：
苹果系统用户安装完成后提示“未

受信任的企业级开
发者”时，点击“设
置”-“通用”-“设备
管 理 ”或“ 描 述 文
件 ”- 选 择“Beijing
Yipingtai Technolo-
gy Co., LTD”-点击

“信任”即可使用。

“手机在线”指尖上的精彩
足不出户 轻松购彩 本报讯 （YMG全媒体记者 金海善

通讯员 雨潇 摄影报道）7月4日至10日，
山东中医药大学“医芝行爱”医疗服务队深
入厚安、珠玑等社区，为辖区居民进行中医
养生宣讲活动，并为有需求的居民实施压耳
豆、把脉推拿等义诊服务。

在义诊的过程中，宋醒恪同学教给队员
们推拿手法和技巧，他的手法受到居民称
赞；田彧潇同学给队员们传授把脉经验，并
将在医院老年病门诊积累的经验运用到义
诊中。她给老年居民提供了日常调护建议，
把脉结论的准确性得到居民认同；孙浩然同
学克服各种困难完成了全程实况拍摄；董浩
同学运用健康管理学到的知识，给社区居民
进行了健康宣讲；祖玥、刘嘉艺、王伟懿同学
亦提供了量血压等服务。

通过此次活动贯彻了山东中医药大学
“提高大学生关注社会、服务社会的意识，宣
扬岐黄医道奉献精神，为社会发展贡献力
量”的宗旨。

山东中医药大学开展义诊服务

YMG 全媒体
记者 邹春霞

近日，记者
从市重点民生
事项工作专班
获悉，截至6月
底，2020 年度
全市 100 项重
点民生事项进
展顺利，有8项
提前完成全年
任务，有4项提
前完成三季度
任务，其他 88
项正按计划进
度推进。

市政道路方面，记者获悉，按
照要求，塔山南路工程年内建设完

工。1-6月份，塔山南路一标段（山海路至竹
林南路），平顶山隧道已基本具备通车条件；
塔山南路东段凤凰山隧道已贯通；塔山南路
与观海路交叉口立交工程辅路临时路已通
车，开始主路施工。

市区部分道路综合提升改造方面，年内
要完成市区14条道路综合改造提升。由市
城管局负责的该工程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

43%，提前完成三季度任务。1-6月份，已完
成化工南路、学院西路、银海路、西南河路、港
城东大街5条道路改造。目前正在进行青年
路、环山路、滨海东路、胜利路4条道路改造。

市区过街天桥建设方面，大海阳过街天
桥已完工，5月28日正式投入使用；万达广
场过街天桥下部结构完工，完成东南角混凝
土挡墙施工，目前正在进行钢结构加工，已
完成工程总量70%。

另外，S306海莱线海阳栖霞界至杨础

段改建工程目前已完工通车，通车里程19.7
公里。G206威汕线龙青路口至招远莱州界
段大中修工程也已完工通车，通车里程28.9
公里。记者了解到，由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的
两项工程已提前完成全年任务。

优化市区公交线路方面，年内市区新增
优化公交线路15条以上，1-6月份调整到位
9条，具体为：调整6条（28路、36路、37路、
47路、57路、308路），新开通2条（接驳8路、
接驳9路），撤销1条（50路区间线路）。

棚户区改造方面，年内，计划开工建设
792套棚户区安置房。截至目前，已开工建
设棚户区改造安置房792套，开工率100%。

老旧小区整治改造方面，年内要完成

203个老旧小区10万户、867万平方米整治
改造。截至目前，全市203个老旧小区均已
完成可研报告编制、立项审批、设计方案制定
和施工图编制，66个项目正在进行施工招

标，111个项目已完成招标并进场施工。
由市住建局负责的住房保障租赁补贴方

面，截至目前，发放租赁补贴9603户，超额完
成年度9000户租赁补贴发放任务。

由烟台市教育局牵头的几项民生重点项
目都已扎实推进。记者了解到，实施第三期
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项目，按照要求，年内
开工建设26处幼儿园。截至目前，已累计开
工18处，已投用2处。

实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
升工程方面，按照要求，年内开工建设学校

50所。截至目前，开工新建、改扩建学校
33所。

烟台一职专新校区建设方面，年内要完
成一期11栋单体装修。1-6月份完成11栋
单体外墙抹灰工程；教学楼Ⅰ、Ⅱ、实训楼、宿
舍楼等单体的水电、消防工程基本完成；教学
楼Ⅰ、Ⅱ地砖铺贴完成100%；教学楼Ⅰ、培训

楼等5栋单体基本完成外墙保温工程；铝合
金门窗开始安装附框。

烟台一中新校区方面，年内要完成规划
方案和施工图设计，开工建设。1-6月份完
成学校规划方案招标和学校地块地址勘察；
完成烟台一中地块81户签约任务，地块整体
签约率达100%。

医疗设施方面，烟台国际肿瘤医学
中心（一期）项目按照要求，一期工程土
建项目全部完成。截至目前，精装修及
安装作业完成80%，完成地下室砌体施
工；完成病房楼和门诊医技楼内墙抹灰；
推进屋面施工，推进水电、暖通及精装修
施工。

医养结合机构建设方面，年内全市新
增医养结合机构5处。截至目前，新增莱
阳市鸿福莱颐养中心、牟平区浩岭湖养老
院2处医养结合机构。

区域医疗卫生共同体试点建设方
面，开发区全面启动国家级紧密型区域
医疗卫生共同体试点建设。截至目前，
基本完成远程心电、影像中心的建设；
拟定了错位发展规划和分级诊疗实施
方案，启动潮水分院帮扶；已建成药械
管理、质量管理、医疗业务管理中心。
规范设置、建设村卫生室方面，要新建

成村卫生室100个，服务半径不超过2.5
公里。目前，全市85个村卫生室已开工
建设,已完成52个村卫生室新建（改扩
建）任务。

与此同时，一系列涉及民生类的医疗
正在推进中：实行门诊慢性病资格认定线
上办理，对符合门诊慢性病认定条件的实
现线上申报、线上审核。记者了解到，1-
6月份开发系统程序并正式启动试点运
行；6月上旬召开全市经办机构门诊慢性
病确认备案业务医院端办理推进会，已完
成任务目标。

医疗降费惠民工程也是老百姓关
注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市进一步扩
大药品和医用耗材采购范围，降低群
众就医负担。目前已研究确定高血
压、糖尿病药品和基础输液为药品集
中采购项目，冠脉球囊为高值耗材采
购目录。

实施职工精神文化服务提升工程方
面，按照计划，工人广场完成恢复性功能
改造，新文化宫投入使用。1-6月份我市
已完成文化宫（高新区）大楼基础工程建
设改造，各项主要功能设施、设备正在完
善；工人广场西侧整治完工。

在加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方面，要
求500个行政村配建健身器材，新建足球
场地30个。1-6月份已完成了烟台市足
球场地设施建设规划工作。目前30个足
球场地已陆续开工建设，已建成 10
个。2020年全民健身器材采购方
案已经完成并公示。

完善体育公园群众服务功
能方面，要求完善开放设
施，新建足球场地1块，配
建 30 件智能化健身设
施。记者了解到，烟台市
体育公园全民健身广场内
11人制足球场基础工程
土石方已完工；对体
育公园内健身器
材以旧换新，完
成30件智能器
材安装工作。

人员密集
场所防冲撞硬
隔离设施建设
方面，计划在全

市学校、医院、车站、港口、机场、商场等
人员密集场所，推进硬隔离设施建设。
目前，各县市区全力推进硬隔离设施提
档升级建设，按照计划完成了不低于
15%的进度。

市应急指挥中心项目，计划完成市
应急指挥中心场所、基础设施和支撑软
件系统、安全保障系统等建设。1-6月份
应急指挥系统和自然灾害监测预警系统
已部署上机试运行。

城市安全运行监测中心方面，按照
要求，年内完成城市安全运行

监测中心建设相关的
前端物联网络、软件
支撑平台和大数据服
务等建设。目前，城
市安全运行监测系
统，各专项已部署上
机试运行。

道路公交：塔山南路工程年内建设完工

棚户区改造：792套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开建

教育设施：烟台一中新校区整体签约率达100%

医疗设施：烟台国际肿瘤医学中心（一期）年内土建完工

市政设施：新增管道天然气用户21467户

公益设施：文化宫（高新区）大楼完成基础工程建设改造

排列3第20142期中奖号码为：7、1、3。
排列5第20142期中奖号码为：7、1、3、1、6。
7星彩第20061期中奖号码为：9、4、1、5、
7、1、1。

1-6月份全市重点民生事项进展顺利， 8项提前完成全年任务
塔山南路工程年内完工 烟台一中新校区签约率100%


